2020 年 12月1日生效

一般服務 – 所有戶口
1. 發出銀行本票

港元
i) 私人銀行客戶 / VIP 銀行服務客戶
ii) 一般本行客戶
iii) 328 營商理財客戶（晉越級）
美元
i) 私人銀行客戶 / VIP 銀行服務客戶
ii) 一般本行客戶
iii) 328 營商理財客戶（晉越級）

免費
每張 HK$50
每張 HK$25
免費
每張 USD7
每張 USD3.5

2. 保兌本行本票（港元 / 美元）

每張 HK$50

3. 回購銀行本票（港元 / 美元）
• 本行客戶

每張 HK$50 / USD7

4. 報失銀行本票
• 港元
• 美元

每張 HK$400
每張 USD52

5. 禮券 *
•
•
•
•

私人銀行客戶 / VIP 銀行服務客戶
i-Account 客戶
一般本行客戶
非本行客戶

免費（此服務只限經戶口辦理）
免費（此服務只限經戶口辦理）
每張HK$10（此服務只限經戶口辦理）
不再提供此項服務

6. 旅行支票

• 兌現
i)   私人銀行客戶 / VIP 銀行服務客戶
ii)  一般本行客戶
• 存入戶口

每次兌現總額之0.375%（最低HK$50）
每次兌現總額之0.375%（最低HK$100）
存入總額之0.375%（最低HK$50）

7. 輔幣找換

i) 私人銀行客戶 / VIP 銀行服務客戶 / 一般本行客戶
ii) 328 營商理財客戶（晉越級）

8. 大量港元輔幣存款

• 每位客戶每日存入100枚或以下
• 每位客戶每日存入100枚以上
i)   私人銀行客戶/VIP銀行服務客戶/一般本行客戶
ii)  328 營商理財客戶（晉越級）

每包HK$5
每包HK$2.5
免費
每包HK$5（以50枚為一包計，不足
一包將作一包計，最低HK$50）
每包HK$2.5（以50枚為一包計，不足
一包將作一包計，最低HK$25）

9. 大量紙幣存款

港元
• 每位客戶每日存入200張或以下
• 每位客戶每日存入200張以上
i)   私人銀行客戶/VIP銀行服務客戶/一般本行客戶
ii)  328 營商理財客戶（晉越級）
外幣
• 每位客戶每日存入100張或以下
• 每位客戶每日存入100張以上
i)   私人銀行客戶/VIP銀行服務客戶/一般本行客戶
ii)  328 營商理財客戶（晉越級）

10. 大量港元支票存入

• 每日存入30張或以下
• 每日存入30張以上
i)   私人銀行客戶/VIP銀行服務客戶/一般本行客戶
ii)  328 營商理財客戶（晉越級）

11. 外幣現鈔兌換

• 本行客戶
• 非本行客戶

免費
紙幣總額之0.5%（最低HK$150）
紙幣總額之0.25%（最低HK$75）
免費
紙幣總額之0.5%（最低HK$150或等值）
紙幣總額之0.25%（最低HK$75或等值）
免費
超出30張以上之張數計每張HK$2
超出30張以上之張數計每張HK$1
免費（此服務只限經戶口兌換）
不再提供此項服務

12. 代匯水佣金

i) 私人銀行客戶 / VIP 銀行服務客戶

i) 若提取 / 存入** 之外幣現鈔 (I) 金額
多於以下列表所列明的特定金額
或 (II) 並非以下列表之外幣，本行
將會收取以外幣兌港幣現鈔匯率及
外幣電匯匯率之差價作為代匯水
佣金（最低 HK$50）：
美元 5,000
加元 5,000
澳元 5,000
英鎊 3,000
紐元 5,000
歐羅 3,000
日元 500,000

ii) 一般本行客戶

ii) 外 幣 現 鈔 存 入** 外 幣 儲 蓄 戶 口 /
由外幣儲蓄戶口提取外幣現鈔，
本行以外幣兌港幣現鈔匯率及
外幣電匯匯率之差價作為代匯水
佣金（最低HK$50）

13. 提款卡年費（65歲或以上豁免收費）

• 大新港幣卡
i)   私人銀行客戶/VIP銀行服務客戶/一般本行客戶
ii)  328 營商理財客戶（晉越級）
• 大新人民幣卡
• 易理財卡
• 大新 i-Account 卡 +

14. 補發提款卡（65歲或以上豁免收費）
•
•
•
•

大新港幣卡
大新人民幣卡
易理財卡
補發兒童儲蓄戶口存款卡

HK$50
豁免（只適用於 328 商業理財戶口）
RMB50
HK$50
豁免（只適用於綜合理財戶口）
HK$50
RMB50
HK$50
HK$50

15. 於香港或全球任何地區經「銀聯」自動櫃員機
網絡由港幣戶口提取現金 Δ#

每次HK$20

16. 於中國或海外經「銀聯」自動櫃員機網絡
由人民幣戶口提取現金 Δ#

每次RMB20

17. 於海外經「銀通」自動櫃員機網絡提取現金
（香港以外地區）Δ##

每次HK$28

18. 在貼有「跨行轉賬」標誌的「銀通」自動櫃員機
進行跨行轉賬

每次HK$10

19. 申領本月尚未發出之結單
（包括透過自動櫃員機之申領）
• 港元 / 其他外幣
• 人民幣

每份 HK$50或等值
每份 RMB50

20. a) 申領銀行月結單影印本
i)

私人銀行客戶/VIP銀行服務客戶/一般個人客戶
（只適用於大新網上理財客戶）
•  港元
•  美元
•  人民幣
ii) 私人銀行客戶/VIP銀行服務客戶/一般本行客戶
•  港元
•  美元
•  人民幣
iii) 328 營商理財客戶（晉越級）
•  港元
•  美元
•  人民幣

b) 申領已付支票 / 通知書影印本

每份 HK$50
每份 USD6
每份 RMB50
每份 HK$25
每份 USD3
每份 RMB25
每頁HK$50
每頁USD6
每頁RMB50

•  港元
•  美元
•  人民幣

21. 申領儲蓄 / 定期戶口過往紀錄
•
•
•
•

豁免
豁免
豁免

申請日起一年內
申請日起兩年內
申請日起三年內
若超過三年，每年計（最多至七年）

每戶口HK$250
每戶口HK$750
每戶口HK$1,000
每戶口每年加收HK$1,000

22. 申領個人資料紀錄
• 查閱資料

每次HK$200

23. 核數證明

i) 私人銀行客戶 / VIP 銀行服務客戶 / 一般本行客戶
ii) 328 營商理財客戶（晉越級）

24. 賬戶結餘證明書

每份HK$350
每份HK$175
每張HK$150

25. 銀行介紹信

i) 私人銀行客戶 / VIP 銀行服務客戶 / 一般本行客戶
ii) 328 營商理財客戶（晉越級）

26. 領事館簽證申請信上加簽印鑑

每封HK$300
每封HK$150
每張HK$150

27. 銀行按時付款服務

• 週期支付（每次交易）
- 以本票
   i)   私人銀行客戶 / VIP 銀行服務客戶
   ii)  一般本行客戶
- 經匯款
   i)   私人銀行客戶 / VIP 銀行服務客戶
   ii)  一般本行客戶
• 修改
• 暫停指示
• 存款不足

每項HK$50
每項HK$100另加本票費用
每項HK$50另加匯款費用
每項HK$100另加匯款費用
每項HK$100
每項HK$70
每指示HK$150

28. 自動轉賬付款（一般客戶）
• 首次訂立指示

豁免

29. 自動轉賬收 / 付款（商業客戶）
• 首次訂立指示
• 過賬收費

豁免

列表指示
- 大新銀行戶口
- 其他銀行戶口

每項HK$2（最低HK$100）
每項HK$5（最低HK$100）

電腦可讀輸入指示
- 大新銀行戶口
- 其他銀行戶口

每項HK$0.3（最低HK$50）
每項HK$1.5（最低HK$50）

328 營商網上理財指示
- 大新銀行戶口
- 其他銀行戶口

豁免
每項HK$1.5（最低HK$50）

30. 保險箱

• 遺失一條鎖匙
• 鑿箱費用（包括2條新匙）

HK$300
HK$1,000

31. 代存郵件服務

不再提供此項服務

32. 提早贖回定期存款 / 到期日前終止
「夢想成真」儲蓄計劃
• 提早贖回定期存款

港元
基準利率（港元最優惠利率 ΔΔ 或
合約利率 + 2%存款年利率
（以較高者為準）﹣合約利率）x
存款本金 x 到期日尚餘日數 ÷ 365日
或
最低HK$200
外幣
2%存款年利率 x 存款本金 x
到期日尚餘日數 ÷ 365日
或
最低HK$200
ΔΔ

• 到期日前終止「夢想成真」儲蓄計劃
-  開戶後三個月內取消戶口

港元最優惠利率根據大新銀行有限公司
不時之決定而釐定

每個戶口HK$200
客戶將不獲得任何利息
豁免
存款利息將按本行之港元通知存款
利率 ++ 計算

-  開戶三個月後取消戶口

33. 申領有關存款保障計劃之信件

每份HK$100

34. 寄回退票（掛號郵寄）

每張HK$25 / USD3 / RMB20
加非本地郵費（如適用）

35. 商業登記或有限公司查冊費
• 港元戶口
• 美元戶口

每項 HK$200
每項 USD19

36. 開立香港註冊公司戶口之費用

每次申請 HK$1,200；
另加額外費用~（如適用）

37. 開立海外註冊公司戶口之費用

每次申請 HK$10,000；
另加額外費用~（如適用）

38. ~ 額外費用

每次申請 HK$5,000

39. 購買 Gift 卡

每張HK$10

40. Gift 卡服務月費

當有效期限屆滿後，如Gift卡仍有任何
剩餘儲存價值，銀行可由有效期限
屆滿後起計第二個月開始，徵收服務
月費HK$25

若有關公司經查冊後被界定為特殊公司包括
但不限於以下種類：
• 具三層或以上擁有權/控制權結構之公司，或
• 從事貨幣兌換、匯款或匯款代理服務，或
• 信託賬戶

41. 郵寄月結單費用^
• 私人銀行客戶
• 個人客戶

豁免
如戶口基本持有人於每年4月至9月或
每年10月至翌年3月期間收取1張或
以上郵寄月結單，本行將就每個戶口
於該期間之郵寄月結單收取 HK$20 或
等值，並分別於同年10月或翌年4月
誌賬。第一次收費日將為2021年10月。
此收費將於該戶口內扣除。
以下客戶將可獲豁免此收費：
(1) 65 歲或以上之客戶；或
(2) 領取政府綜援或社會福利署津貼
之客戶（需提供証明文件）^^；或
(3) 領取政府傷殘津貼之客戶（需提供
証明文件）^^；或
(4) 低收入人士之客戶，即個人月入
低於 HK$7,300 或家庭月入低於
HK$11,500（需提供証明文件）^^；
或
(5) 持有證券服務之客戶；或
(6) VIP 銀行服務 / Hello Kitty VIP銀行
服務客戶於收費日前一個月內之
每日平均結餘^^^達HK$1,000,000
或以上（或等值）。
如為聯名存款戶口，只要任何一位戶口
持有人屬於豁免類別之人士，其戶口
可獲豁免收費。

* 「長者咭」持有人可獲豁免此收費。
** 如客戶欲存入指定外幣之現鈔至外幣儲蓄戶口，請於指定之分行辦理。 查詢詳情，請瀏覽本行網頁。
+

包括大新八達通 VIP App 卡、大新八達通優易理財 App 卡、大新八達通 i-Account App卡、VIP 銀行服務卡、優易
理財卡、i-Account 卡、Hello Kitty VIP 銀行服務卡、Hello Kitty i-Account 卡及 Doraemon i-Account卡。

Δ

提供自動櫃員機服務的海外當地銀行或會就海外提取現金收取費用。提款前請留意。

#

經「銀聯」自動櫃員機網絡提取現金，所提取貨幣將以「銀聯」訂定的當日兌換率直接進行兌換，客戶可瀏覽「銀聯」
網站
unionpayintl.com 查詢當日兌換率。

##

經「銀通」自動櫃員機網絡提取現金，所提取的澳門幣將按「銀通」訂定的當日兌換率直接進行兌換，客戶可致電
銀通客戶服務熱線 2520 1747 查詢有關匯率，而提取的人民幣將按提供自動櫃員機服務的銀行訂定的當日兌換率直接
進行兌換。

++ 港元通知存款利率詳情請參閱本行網頁。

^

此郵寄月結單收費只適用於個人存款戶口：包括往來戶口、儲蓄戶口及綜合理財戶口（不包括兒童儲蓄戶口、備用
「快應錢」及按揭 1+1 戶口）。

^^ 符合上述（2），（3）或（4）資格的客戶須主動通知本行並提供有關証明以申請豁免是項費用。
^^^ 每日平均結餘包括於本行持有的存款戶口之結餘、投資戶口之最新市值及人壽保險戶口之參考保費。參考保費是
指按泰禾人壽保險有限公司（百慕達註冊之有限公司）承保的有效人壽保單資料作出運算，所計算的保費可能會與
實際已繳之累積保費不同，其中並不包括預繳保費、保費優惠及保單貸款等。於計算每日平均結餘時，非港元的
保單之參考保費會以預先釐定的匯率折算為港元等值計算。詳情請瀏覽大新銀行網站
dahsing.com 或與分行
職員聯絡。

一般本行客戶是指本行個人客戶及非個人客戶，除非另有定明。
有關 328 營商理財客戶（晉越級）之定義及詳情，請瀏覽銀行網頁 www.dahsing.com/biz/reward。
如中文譯本之文義與英文原本有歧異時，應以英文原本為準。
以上收費如為港元等值，將按照本行認為適當之外幣兌換率收取。代付費用（如代理銀行費用）均由客戶承擔。收費未能盡錄，
詳情請向各分行/部門查詢或瀏覽 www.dahsing.com。大新銀行保留一切權利隨時調整任何收費優惠或附加其他銀行收費。
如閣下有任何疑問，請致電本銀行客戶服務熱線 ：
2828 8000（個人銀行客戶）
2828 8008（328營商理財客戶）
2507 8403（私人銀行客戶）
2828 5488（信用卡客戶）

2828 7028（證券客戶）
2828 8009（現金卡客戶）
2507 6000（汽車及機器貸款客戶）

